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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至 2021 年度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結果 

 
二等獎得獎者 

 
初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拔萃女書院 李津榛 Math Girls Talk about Integers 
(Volume 2) 

港大同學會書院 譚晞桐 這才是數學：從不知道到想知道的

探索之旅 

觀塘官立中學 陳昭文 
超展開數學教室：數學宅 X 5 個問

題學生，揪出日常生活裡的數學

BUG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鄔晉豪 數字的秘密：數字、數目、度量衡

與符號的由來 

沙田官立中學 張欣洛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整數篇 

聖保祿學校 陳頌欣 
The 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Creating Pyramids to Exploring 
Infinity 

聖保祿學校 唐筱洛 
The 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Creating Pyramids to Exploring 
Infinity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林皜敏 
用數學的語言看世界：一位博士爸

爸送給女兒的數學之書，發現數學

真正的趣味、價值與美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賴永謙 Math Girls Talk about Integers 
(Volume 2) 

將軍澳官立中學 鄭宇晴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公式‧圖形篇 

 
 
高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江錦熒 攸關貧富與生死的數學 

張祝珊英文中學 翟彥雅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統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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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廠商會中學 徐佩燕 攸關貧富與生死的數學 

廠商會中學 劉楚茵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統計篇 

拔萃女書院 林慧心 文明與數學：從古代文明看人類數

學的起源與發展 

拔萃女書院 余瑞琦 Letters to a young mathematician 

拔萃女書院 蘇泳潼 
超展開數學教室：數學宅 X 5 個問

題學生，揪出日常生活裡的數學

BUG 

漢華中學 吳炳麟 The Maths of Life and Death: Why 
Maths is (Almost) everything 

荔景天主教中學 梁海諾 攸關貧富與生死的數學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劉昭瀅 數學、詩與美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郭曉嵐 攸關貧富與生死的數學 

香港培正中學 周溰晉 數字的秘密：數字、數目、度量衡

與符號的由來 

沙田官立中學 黃慧喬 Measurement 

華仁書院（九龍） 梁洛奇 微積分的歷史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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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獎得獎者 
 

初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鄺建峰 澡堂裡遇見阿基米德：生活中的有

趣數學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陳瑞芝紀念中學 姜瑋婷 
超展開數學教室：數學宅 X 5 個問

題學生，揪出日常生活裡的數學

BUG 

拔萃女書院 劉韋杉 In Code: A Mathematical Journey 

德望學校 袁穎妍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整數篇 

德望學校 龍懿 
The 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Creating Pyramids to Exploring 
Infinity 

港大同學會書院 盧思哲 Math Girls Talk about Equations & 
Graphs (Volume 1) 

港大同學會書院 林凱法 In Code: A Mathematical Journey 

港大同學會書院 梁殷瑜 
The Story of Mathematics: from 
Creating Pyramids to Exploring 
Infinity 

漢華中學 梁可穎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公式‧圖形篇 

漢華中學 鄭梓晴 In Code: A Mathematical Journey 

香港真光書院 王雅林 從月曆學數學 
（阿草的曆史故事） 

葵涌蘇浙公學 余天慧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公式‧圖形篇 

觀塘瑪利諾書院 陳諾賢 Math Girls Talk about Equations & 
Graphs (Volume 1) 

觀塘瑪利諾書院 鄭浩駿 Measurement 

觀塘瑪利諾書院 許心昊 The Man of Numbers: Fibonacci's 
Arithmetic Revolution 

麗澤中學 羅耀明 
用數學的語言看世界：一位博士爸

爸送給女兒的數學之書，發現數學

真正的趣味、價值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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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張嘉之 生活數學故事 

香港培道中學 林澄恩 這個問題，你用數學方式想過嗎？ 

香港培正中學 尹靖文 數學，為什麼是現在這樣子？：一

門不教公式，只講故事的數學課 

沙田官立中學 梁曉恩 數字的秘密：數字、數目、度量衡

與符號的由來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王子桐 數字的秘密：數字、數目、度量衡

與符號的由來 

德雅中學 錢美均 數學小魔女 

香港真光中學 陳悅鏵 生活數學故事 

將軍澳官立中學 黃泆溱 從月曆學數學 
（阿草的曆史故事） 

王肇枝中學 羅佩榆 
超展開數學教室：數學宅 X 5 個問

題學生，揪出日常生活裡的數學

BUG 
 

高中組 

學校（按英文名字排序） 參賽者 書籍名稱 

張祝珊英文中學 王明慧 數學恩仇錄：數學史上的十大爭端 

漢華中學 徐梓翹 The Maths of Life and Death: Why 
Maths is (Almost) everything 

荔景天主教中學 黎曉瑩 
用數學的語言看世界：一位博士爸

爸送給女兒的數學之書，發現數學

真正的趣味、價值與美 

沙田官立中學 郭俊唯 數學女孩秘密筆記：圓圓的三角函

數篇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

學 余禧汶 案發現場：FBI警探和數學家的天

作之合 

註：得獎學生的參賽學校將在 2021 年 8 月上旬收到有關結果的信件。因應 2019 冠狀

病毒病影響，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2020/21)頒獎禮已取消。 


